
105-1課程科目課綱

序號
學年度
/學期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任課教師 課程綱要

1 105/1 五子一甲 數學(一) 陳俊雄

第一章  集合與數 1. 集合 2. 整數 3. 有理數與實數

4. 複數

第二章  多項式與分式 1. 多項式 2. 綜合除法、餘

式定理  3. 公因式與公倍式   4. 分式

2 105/1 五子一甲 化學(一) 陳榮煇

第一章 化學與測量

第二章 物質與能量

第三章 原子和元素

第四章 離子與分子化物

第五章 核化學

3 105/1 五子一甲 環境科學概論 林育潤

1.緒論2.環境科學的基本原理3.自然生態4.人口

的成長與控制5.糧食問題6.能源與環境7.水資源

及其利用與保護8.大氣及其污染9.廢棄物及其處

理

4 105/1 五子一甲 生物 楊承志
本課程主要交授生命的共同性與多樣性,植物的生

理,人體的生理,生物技術應用,生物與環境.

5 105/1 五子一甲 基本電學(一) 林軒宇

1.簡介 2.電壓與電流 3.電阻4.歐姆定律和功率

5.串聯電路 6.並聯電路7.串-並聯電路 8.分析方

法9.網路理論 10.電容器和電容 11.電容器充放

電及簡單波型電路 12.磁學與磁路 13.電感及電

感器 14.電感的暫態

6 105/1 五子一甲
電子實習

*(一)
王嘉安

電子工作法，電子元件，電子儀表，電源電路，

成品實做

7 105/1 五子二甲 物理 廖國列

第一章 物理量及單位物理量的量度公制單位(SI
制單位) 長度的測定及其單位質量的測定及其單

位時間的測度及其單位

第二章 直線運動導言速度與速率等速度運動等加

速度運動自由落體運動

第三章 平面運動位移與向量平面上物體位置的表

示法和位置向量速度與加速度拋體運動等速率圓

周運動簡諧運動

第四章 力和牛頓運動定律力的觀念及其量度慣性

與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動量與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牛

頓第三運動定律和動量守恆原理萬有引力定律虎

克定律摩擦力

第五章 功與能功的定義與功率動能與位能力學能

守恆定律與能量守恆原理質點的碰撞和物體的碰

撞脫離能與束縛能

第六章 質點系之力學與剛體的平衡牛頓運動定律

應用於質點系與動量守恆原理質點系的質心物體

的剛體模型剛體的轉動和轉動慣量力矩與角動量

剛體的靜力平衡平行力的合力、重心與力偶

第七章 彈性學應力與應變虎克定律與彈性模量

第八章 流體的性質靜止液體的壓力阿基米德原理

(Archimedes’Principle)及其應用大氣壓力及

其量度液體的表面張力與毛細現象流體運動與連

續方程伯努利方程的應用流體的黏滯性

第九章 溫度與熱熱平衡與溫度理想氣體的性質與

絕對溫標氣體狀態方程和氣體動力論熱量與比熱



8 105/1 五子二甲 計算機概論 郭錫勳

1. 電腦、裝置與科技應用2. 網際網路、全球資訊

網與媒體3. 電腦與行動裝置4. 作業系統5. 程式和

APP6. 電腦硬體架構7. 輸入與輸出8. 儲存體與雲端

儲存9. 有線與無線網路裝置10. 資訊安全、道德、

隱私

9 105/1 五子二甲 數學 陳俊雄

第一章   三角函數；1.有向角及其度量2.銳角的

三角函數3.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第四章   直線 ；1.直線的斜角與斜率2.直線方程

式3.二直線的夾角4.法線式5.點到直線的距離

第五章  指數與對數；1.指數及其性質2.指數函

數及其圖形3.對數及其性質4.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10 105/1 五子二甲 能源概論 廖國列

1.簡介2.能源概述3.化石燃料4.核能5.太陽 風與地

熱能6.水利發電與海洋能7.生質能8.氫能與燃料電

池

11 105/1 五子二甲 電子實習* 吳錫修

訓練學生具備電學實務技能，包括：工場安全及

衛生、二極體之特性與應用電路實驗、截波及箝

位電路實驗、雙極性接面電晶體之特性實驗、電

晶體直流偏壓電路實驗、電晶體放大電路實驗

12 105/1 五子二甲
基礎電子學

(一)
嚴明仁

一、半導體概念。二、二極體應用。三、雙接面

電晶體。四、小訊號放大器。

13 105/1 五子三甲 數學 李青一

第一章 不定積分 1.定義與基本公式 2.變數變換法

3.分部積分法 4.三角函數的積分 5.三角代換積分法

6.部分分式法

第二章 定積分 1.定義與基本性質 2.平面區域的面

積

14 105/1 五子三甲 電子實習* 李明諒

基礎邏輯閘實習組合邏輯電路實習算術電路實習

編碼器與解碼器實習多工器與解多工器實習成品

製作

15 105/1 五子三甲 電子學 龐雨森
放大器頻率響應、運算放大器、基本運算放大器

應用、主動濾波器

16 105/1 五子三甲 計算機結構 楊承志

本課程介紹電腦歷史、指令架構、算術邏輯運

算、CPU、記憶體、中斷、IO、檔案系統、周邊

裝置等內容讓學生更進階了解計算機組織結構

17 105/1 五子三甲
邏輯電路設計

(一)
黃啟瑞

本課程為電子與電機專科部學生之基礎必修課程

，教材之設計主要以電子與電機系學生為主，主

要教導學生進入數位領域所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

與技能。

18 105/1 五子三甲
丙級資訊證照

輔導
許明煒

本課程是訓練行動資訊操作技能，為了達到理論

與實際並重的學習效果，採用TQC行動裝置應用

的檢定題目實習，祈使學習者能夠掌握一般行動

裝置應用的資訊操作技能，進而能通過TQC行動

裝置應用專業級檢定證照。行動資訊操作技能內

容包括：(1) 行動商務、(2) 生活應用、(3) 技術發

展、(4) 通訊及資訊安全等四大類。

19 105/1 五子四甲 工程數學(一) 游鎮村
1.一階微分方程式 2.二階微分方程式 3.高階微

分方程式 4.聯立微分方程式



20 105/1 五子四甲 計算機結構 楊承志

本課程介紹電腦歷史、指令架構、算術邏輯運

算、CPU、記憶體、中斷、IO、檔案系統、周邊

裝置等內容讓學生更進階了解計算機組織結構

21 105/1 五子四甲
單晶片系統實

習*
黃啟瑞

ARDUINO系統開放式硬體(OPEN HARDWARE)
與開放式軟體(OPEN SOFTWARE)介紹，並教

導學生開發軟體與製作硬體方法。本課程分為兩

大部分，第一部分為LED顯示與控制、七段顯示

器與LED矩陣。第二部分為高階程式條件、判斷

控制指令並與硬體結合。

22 105/1 五子四甲
網路程式設計

*
呂蘋

ASP.NET 4.6技術架構、VS 2015 C#語法(配合Code-

Behind語法)、ASP.NET控制項，使ASP.NET程式能

與SQL Server資料庫結合，教導如何有效管理網站

及建立網站安全性存取。

23 105/1 五子四甲
計算機程式

(一)
朱培雄

1.介紹java 程式語言組織與結構 2.介紹JAVA 表
單設計與物件控制3.介紹JAVA 程式語言設計

24 105/1 五子四甲
丙級資訊證照

輔導
許明煒

本課程是訓練行動資訊操作技能，為了達到理論

與實際並重的學習效果，採用TQC行動裝置應用

的檢定題目實習，祈使學習者能夠掌握一般行動

裝置應用的資訊操作技能，進而能通過TQC行動

裝置應用專業級檢定證照。行動資訊操作技能內

容包括：(1) 行動商務、(2) 生活應用、(3) 技術發

展、(4) 通訊及資訊安全等四大類。

25 105/1 五子五甲 介面技術 王嘉安 系統匯流排，I/O位址解碼，8255，8254，DAC

26 105/1 五子五甲
微電腦介面實

習*
吳信義

1.LED bar 實習 2.七段顯示器實習 3.按鍵輸入

實驗 4.聲音實驗 5.中斷實驗  6.Timer實驗

7.RS232串列實驗

27 105/1 四技遊戲一甲 遊戲設計概論 劉冠佑
本課程介紹遊戲開發過程使用到的觀念、工具、
編輯器及態度。

28 105/1 四技遊戲一甲
2D遊戲設計實

務
劉冠佑

本課程介紹2D遊戲開發過程使用到的觀念，並以

RPG Maker vx軟體讓學生從遊戲構思、腳本設

計、場景製作、遊戲事件製作到遊戲測試與匯出

等個步驟實做一款2D遊戲。

29 105/1 四技遊戲一甲
影像處理軟體

應用
呂蘋

影像編輯的操作環境、色彩的調整與美化、圖像

去背的方法與修圖、濾鏡收藏館、文字的創意設

計、各種圖層與遮色片之應用、繪製向量形狀與

應用、製作與編輯3D模型

30 105/1 四技遊戲一甲
HTML5網頁設

計
呂蘋

HTML5語法介紹、CSS3樣式表介紹、CSS3

Transitions、CSS3 Animations 動畫功能介紹、

Transforms(2D、3D)轉場特效與、

TransformsAnimations整合運用網頁基礎動畫製

作、Transitions、HTML5 與多媒體、

31 105/1 四技遊戲二甲 遊戲企劃 陳百薰

1. 透過遊戲企劃撰寫訓練學習者綜合思考美術、

程式、與遊戲主題間之整合。

2. 融入unity3D執行案例與開發經驗，建立學習者

對於遊戲設計的正確認知，並透過專案製作讓 學

習者實際經歷遊戲製作歷程。



32 105/1 四技遊戲二甲
創意設計與方

法
劉冠佑

本課程主要在培養學生生活中的創意與樂趣。介

紹創造力的本質及創造思考的策略，增進學生對

日常生活中工程應用的創意思維能力。

33 105/1 四技遊戲二甲 3D建模(一) 陳培文

孰悉建立遊戲所需的景物製作方式以及了解設計

遊戲時各種軟體間如何搭配運用。1.介紹靜物建

模，動態物體建模，各種貼圖的運用，人物骨架

的建立，動作建立2.學習並了解完整3D建構3.模型

匯入Unity 3D的整合。原理及操作

34 105/1 四技遊戲二甲 網頁遊戲設計 吳信義

本科目使用Construct 2軟體學習HTML5的網頁遊戲

設計，包括軟體基本使用(如建立專案、影像編

輯、物件、事件、...)與專案實例(太空與平台遊

戲)。

35 105/1 四技遊戲二甲 資訊證照實務 呂蘋

乙級軟體應用證照之教學。其測試內容要點如

下：

1. 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的環境設定與操作。

2. 各種軟體的安裝。

3. 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簡報等應用軟體

的綜合應用。

36 105/1 四技遊戲三甲 文案寫作實務 張添炮

1. 文案的架構2. 文案的寫作技巧3. 文書處理軟體

4. 腳本企劃5. 攝錄影實務6. 視訊剪輯7. 微電影製

作

37 105/1 四技遊戲三甲 角色創作 陳培文

創造遊戲場景中的3D角色造型1.介紹人物建模，

建立肢體動作檔，人物貼圖的運用，人物骨架的

建立，動作建立，normal貼圖的運用技術2.學習並

創造具角色性格的3D人物

38 105/1 四技遊戲三甲
遊戲引擎基礎

實習(一)
吳錫修

逐步從操作介面、角色人物、背景材質、動畫效

果到腳本程式，透過各種不同類型的遊戲實例，

訓練學生使用使用unity遊戲引擎進行遊戲開發

39 105/1 四技遊戲三甲 APP程式設計 吳信義 本課程學習手機上有關體感方面之App程式設計

40 105/1 四技遊戲三甲
感測器原理與

實習
陳培文

本課程使用最熱門的低價硬體加上超簡單的拼圖

軟體，從動畫、遊戲到互動控制，從智慧家庭、

物聯網基礎運用，到行動裝置App互動的全面攻

略。即使沒有軟硬體背景，也能享受動手的過硬

體與軟體達到與電腦互動遊戲樂趣！

41 105/1 四技遊戲三甲 資料庫系統 許明煒

本課程主要介紹資料庫管理相關觀念與知識，透

過系統實作及個案研究報告，讓學生了解並建立

資料庫之架構、應用及規劃。內容包括：(1)資料

庫概論；(2)關聯式資料庫；(3)操作介面的設計；

(4)系統整合應用等。

42 105/1 四技遊戲四甲 智財權導論 柯鴻禧

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類型、相關國際條約、權利之

取得與權利內容，以及權利行使與侵權、損害賠

償，配合國內外相關規範與案例，深入淺出而有

系統地介紹探討。

43 105/1 四技遊戲四甲
網路技術與應

用
許明煒

本課程包括無線網路技術與應用之相關主題，包

括最新技術訊息與發展趨勢，課程可分為六大部

分，包括：(1)概論/談無線網路之發展、(2)IEEE無

線網路通訊協定(WiFi/藍芽/ZigBee/WiMax)、(3)無

線隨意及網狀網路協定、(4)無線感測器網路、

(5)RFID、(6)GPS與無線感測網路定位技術等。



44 105/1 四技應用一甲 電子學(一) 范振權
1.半導體基本物理  2.二極體模型與電路 3.BJT的物

理特性  4.雙極性放大器

45 105/1 四技應用一甲
數位系統設計

(一)
劉文正

1.使學生了解布林代數理論，學習組合邏輯電路

的設計．

 2.使學生了解各種正反器原理，學習序向邏輯電

路的設計．

 3.使學生能用現有MSI，LSI等IC來完成電路設計

．

46 105/1 四技應用一甲 C程式語言 尤俊源

1.認識c語言2.常數與變數3.基本輸出與輸入的方法

4.運算子5.條件判斷式6.迴圈控制7.自訂函式8.陣

列9.字串10.指標11.結構

47 105/1 四技應用二甲 微積分 游鎮村
1.極限及其性質2.微分的定義及其性質3.微分的應

用4.積分之定義及其性質

48 105/1 四技應用二甲 應用電子實習 王嘉安
555TIMER IC電路，基本OPA放大，OPA應用電路

，振盪電路，工丙技檢

49 105/1 四技應用二甲
單晶片實習

(一)
李明諒

1. HT66系列微控制器介紹 2. HT66系列系統架構

3. HT66系列指令集與發展工具 4. LEDs與單顆

七段顯示器實習 5. 指撥開關與多個七段顯示器

實習 6. 按鍵輸入實習 7. 鍵盤輸入實習 8. 點矩

陣顯示器實習 9. LCD液晶顯示器實習

50 105/1 四技應用二甲
超大型積體電

路設計導論
范振權

1.MOSFET的物理特性  2.VLSI 與MOSFET

3.MOSFET基本電路介紹 4.CMOS電路設計

51 105/1 四技應用三甲
嵌入式系統導

論
黃琪聰

&nbsp;嵌入式系統是一種結合微處理機或微電腦

的硬體系統再配合其專屬的軟體,以達到系統效率

比上成本最佳比率要求為考量,在目前生活周遭被

廣泛運用的例子,如:資訊家電,手持裝置,行動通訊,

醫療照顧等.藉由本課程的學習,可獲得嵌入式系統

設計的基本原理,並由專案的研討中學習到嵌入式

系統設計與開發的流程,一些當紅的軟硬體,如ARM

及Linux也會於本課程中做詳細說明.

52 105/1 四技應用三甲
可程式邏輯元

件電路設計
劉文正

運用Altera Max+plusII設計軟體及用LP-2900 CPLD

數位邏輯實驗設備，以使學生應用VHDL語言對數

位系統設計實習課程能得心應手。

53 105/1 四技應用三甲
感測器原理與

實習
陳俊良

教導學生熟悉儀器的操作,認識各種感測器的特性

與其應用電路

54 105/1 四技應用三甲
單晶片系統應

用實習(一)
黃雅庸

從微電腦概論、系統開發流程、整合開發環境、

以及程式語言等基本介紹，到微電腦數位輸出、

數位輸入、類比輸出入、串列通信、中斷服務等

原理解說與基本實驗。

55 105/1 四技應用三甲 控制系統 范振權 1.控制系統元件  2.訊號調整與電力控制

56 105/1 雙軌四技子一甲 數位邏輯概論 范振權
1.數木系統 2.布林代數與其簡化 3.基本邏輯閘 5.第

摩根定理

57 105/1 雙軌四技子一甲 基本電學 魏士雄

1.簡介 2.電壓與電流 3.電阻4.歐姆定律和功率

5.串聯電路 6.並聯電路7.串-並聯電路 8.分析方

法9.網路理論 10.電容器和電容 11.電容器充放

電及簡單波型電路 12.磁學與磁路 13.電感及電

感器 14.電感的暫態

58 105/1 雙軌四技子二甲
電子元件與材

料
范振權

1.半導體材料 2.光電轉換與發光  3.光電材料  4.發

光二極體



59 105/1 雙軌四技子二甲
電腦輔助電路

設計
李明諒

使用Protel 99 SE套裝軟體來完成下列事項:
1.Protel 99 SE軟體介紹與操作 2.簡易電路繪製

3.進階電路繪製 4.電路分析與佈線 5.PCB電路

板設計

60 105/1 雙軌四技子二甲 科技英文 朱培雄 熟記電子專業名詞、常用的英文文法、正確發音

61 105/1 夜四技遊戲四甲
影像處理軟體

應用
朱培雄

利用photoshop 處理影像
影像原理介紹

62 105/1 夜四技遊戲四甲 遊戲設計概論 吳憲弈
專案企劃簡介、遊戲類別概述、產業市場發展、
企劃工作定位、遊戲開發流程

63 105/1 夜四技遊戲四甲
Android遊戲程

式設計
朱培雄

android系統介紹、遊戲程式開發工具使用、程

式設計

64 105/1 電子研一甲 書報討論(一) 陳俊良

透過論文導讀、論文研讀報告、及專題講座等方
式，協助研究生了解電子資訊相關技術之發展趨
勢，激發對相關研究議題興趣，進而發展個人研
究主題

65 105/1 電子研一甲
系統模擬與應

用
江昭龍

介紹系統模擬的重要 系統模擬軟體的應用 及系

統分析技術

66 105/1 電子研一甲 科技英文 劉文正
使學生認識專業領域的英文用字與用法，進而了
解科技論文的結構、陳述方式與論文寫作。

67 105/1 電子研二甲 書報討論(三) 陳俊良

透過論文導讀、論文研讀報告、及專題講座等方
式，協助研究生了解電子資訊相關技術之發展趨
勢，激發對相關研究議題興趣，進而發展個人研
究主題

68 105/1 在職電子研一甲 書報討論(一) 陳俊良

透過論文導讀、論文研讀報告、及專題講座等方
式，協助研究生了解電子資訊相關技術之發展趨
勢，激發對相關研究議題興趣，進而發展個人研
究主題

69 105/1 在職電子研一甲
研究方法與統

計
柯鴻禧

使學生了解論文寫作之觀念、步驟與方法，使其
能具備撰寫論文之基本能力。授課內容：主要包
含研究方法基本概念、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三大
部分。

70 105/1 在職電子研一甲
技術報告寫作

實務
陳俊良

1. 基本寫作技巧 2. 升學與求職寫作應用 3. 論
文與職場寫作應用 4. 口語表達的藝術 5. 專題實

作技術報告實務演練

71 105/1 在職電子研一甲
網站規劃與設

計
吳錫修

訓練學生熟用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

Mobile等技術，規劃設計跨裝置響應式網頁

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

72 105/1 在職電子研二甲 書報討論(三) 陳俊良

透過論文導讀、論文研讀報告、及專題講座等方
式，協助研究生了解電子資訊相關技術之發展趨
勢，激發對相關研究議題興趣，進而發展個人研
究主題


